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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北京 中国语言文化体验营 
- 承前启后篇 

史建英 
 

夏令营学员家长、艾克顿中文学校副校长 

 

北京夏令营在精心准备了一年之后终于成行，看到孩子们

开心安全地回来，作为夏令营的组织者之一，作为夏令营参

与孩子的家长之一，感触颇深，借此写出来和大家分享。 

 

每年夏天都有许多家长把孩子送到中国。中国夏令营举办

方也越来越多。中国的夏令营大多数是针对当地孩子们办的， 

我曾经将我的儿子和女儿送去参加这类夏令营，但是孩子们

对国内老师的教学方式方法很不适应。回来以后，我就一直

留意那些专门为海外孩子们办的夏令营。但是这些夏令营又

大多是寻根之旅，观光旅游。我希望我的孩子不光是去中国

游玩，而是希望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有更深切地体会，对中国

的国情有更多的了解，希望他们的中文听说写有一个跨跃式

地提高。看了许多夏令营的活动安排，没有找到一个合适和

满意的，慢慢地就萌发了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设计一个夏令

营活动的想法。当我把这个想法跟建国讲的时候，没想到他

说他也在想这件事情。这真是“一拍即合”。当时是 2009 年

春季。我们约好暑期就着手准备明年夏令营的事情。 

 

说来也巧，这时王苗苗被介绍到中文学校。苗苗在哈佛教

中文，富有教学经验，我们希望她能来我们中文学校教高年

级。与苗苗一聊才知道，苗苗每年夏天都带她哈佛的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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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国集中中文培训。自然，苗苗就被拉了进来与我们一起筹划夏令营事宜。 

 

李日新是我们中文学校资深老

师和前任教务主任。日新还是

Acton-Boxborough 高中的中文教

师。她也一直在考虑组织她的学生

们去中国参观，学习中文。她提出

了高中和中文学校一起组织这次夏

令营活动的想法。Acton 中文学校

自办校以来一直都积极支持社区的

活动，对于高中学习中文的孩子们，

我们当然更要支持啦。 

 

孔轩是 Acton-Boxborough 学校

委员会主席, 非常支持我们组办这次夏令营活动。 这样， 我们的 2010 夏令营筹委会就

成立了。2009 年夏天，我们向学校行政，董事会及家长会介绍了我们的想法与计划，得

到了大家的一致支持。同时我们也制定了夏令营的大方向：集学习中文语音，中国文化，

实践、交流，与中国高中生互动，参观中国古迹为一体的语言文化生活体验营。 

 

组办夏令营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选择夏令营的承办方及地点。因为我的孩子参加过

天津的华夏未来夏令营，苗苗带过哈佛在北京语言大学的夏令营，我们决定双管齐下，同

时由我和苗苗分别联系天津和北京的夏令营，由承办方按我们的要求提出活动方案及价格。

经过几轮的交流和承办方的积极配合下，我们很快就拿到了活动方案及价格。 就在我们

几轮的论辩难以确定之际，孔轩正好 10 月份要去中国出差。孔轩自告奋勇去实地考察。

孔轩回来之后， 给我们看了他拍下的照片，介绍了两个地点的不同特点。北京语言大学

校园环境非常优美，与美国的校园相似，十分适合年龄大一点的学生；而华夏未来则更适

合年龄小一点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因为我们规定此次夏令营招收 12 岁-18 岁的学生，北

京又是充满了文化的一座城市，大家一致同意把此次夏令营定在北京语言大学。 

 

此后，筹备小组开了无数个会，完善活动安排，做到精益求精。苗苗花了很多时间和

精力与承办方敲定活动，行程的每一个细节。由于报名开始的时间有些晚（二月底才开始

报名），许多学生都报了其他的暑期活动，最后，我们只有 10 名学生参加这次的北京夏

令营。参加今年北京夏令营的 10 位学员，7 名是来自艾克顿中文学校 3 名来自 Acton- 

Boxborough 地区高中上中文课的非华裔学生。虽然只有 10 位学员，我们也下定决心投入

100%的精力，把这次活动做好，让学生满意，让家长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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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家长，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

建国，日新，和苗苗。建国亲自带

队，带着 10 个孩子们来到北京。安

顿好孩子们的吃住，陪着他们 2-3

天后，才回到他上海的父母家。日

新，苗苗更是几乎全程陪同。要知

道他们都是利用自己工作积累的度

假日自费来到北京陪同夏令营的孩

子们。我为他们的这种无私奉献深

深感动。特别感谢的还有她们每天

不辞辛苦，等到孩子们入睡后，还

要更新博客， 给家长们发 eMail. 家

长们每天早上 10 点-11 点都能看到自己孩子这一天的活动，真的，这个博客我每天都要

看好几遍。 

 

我对我儿子说，你们真的幸运，10 个学生得到了这么个多人的关注。除了日新和苗苗

外，每次课，每次活动都有另外两位承办方的老师陪同。 

 

儿子皓天十分喜欢这次夏令营，回来以后，他已经给他在做助教的 MLP-3 的小学生们

介绍了他此次中国北京夏令营活动，他还准备给 CSL 的学生们讲他的中国之行。看到儿

子对中文的自信与自豪，我打心眼儿里高兴。 

 

这学期开学以后，我们还组织了夏令营学员及家长的聚会，给学生及家长一个交流的

机会。同时，我们也进行了北京夏令营的问卷调查，听取了学生和家长的建议。 

 

2010 夏令营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我们正在修改 2011 年的夏令营计划。我们会保

留深受孩子们欢迎的文化活动，社会实践，互动，同时，还会增加新的让学生们感兴趣的

文化课，使我们 2011 年的夏令营活动更完善，更精彩。我们会把报名提前到 12 月份，

希望有更多的学生报名参加。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北京语言大学及双向街承办方的工作人员和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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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中国语言文化课 

---儿子参加北京夏令营的点点滴滴                   

芶燕妮  
 

儿子依缘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在我的印象里，他除了会说一些简单的中文单字以外，

似乎根本就没讲过成句的中国话。在他偶尔冒出一些中文单字的时候，我不是喜出望外，

就是因为没有意识到他在讲中文，所以没听明白。只要我一问：“你说什么？”。他就会

很沮丧，对我说：“Forget it”---不解释也不重复他所说的话。留下我愣愣地不知道说

什么好。 

决定让他参加艾克顿中文学校组织的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主办的夏令营是我和他爸爸一

厢情愿的事。他一直很抵触。我也是很担心，因为他的中文实在是太差了。在中文学校念

到四年级就不读了，他说对他而言学中文是“torture”。我也觉得如果他自己没有兴趣，

逼着他学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所以就依了他。四年前，我答应做中文学校的副校长，希

望依缘能够重新回到中文学校学习中文。他倒是很懂事，去了 CSL 班。在那里学了两年，

从 CSL 第五级毕了业。然后去二年级当助教。他的中文二年级的水平还是有的。 

五月份，李日新和王苗苗老师组织

了一个家长会，介绍北京夏令营的情况。

他们要求参加夏令营的孩子们用中文作

自我介绍。上台前，儿子问我“What’

s volleyball?”  我嘴里说着：“排球”，

心里一个劲地打鼓：“完了，完了，去

了中国怎么办？” 

参加夏令营的十个孩子是由王建国

校长带去的。一到北京，建国就给我们

家长发了电子邮件报告他们平安到达的

消息，并附上了他们在东京转机和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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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机场的照片，让我们放心。 

他们下榻在地质大学的宾馆里。在他们到达的第二天晚上九点半，我给儿子打电话。

电话接到了他和孔令熙合住的房间，没人接。于是我给王苗苗老师打电话，她说他们刚刚

开完会。她去他们的房间敲了敲门，并叫了几声，没人应。“他们俩可能去楼下的小卖部

了，应该一会儿就会回来的”她说。在快十点的时候我再给他们房间打电话，还是没人接。

这下我有点急了。又打了几次，一直没人接。心想儿子中文不好，胆子倒挺大，这么晚了

瞎逛什么嘛。十点半，给建国打电话。他于是叫了服务员开门。发现两个孩子都睡着了-

-- 到底是孩子，正倒时差呢！ 

第一次听到儿子电话里的声音，竟然是一口中文。虽然他说得比较慢，但我们的交流

基本上没有问题。我知道他们去参加夏令营之前，签了很多的保证书，其中一条就是在营

内只许讲中文，没想到他还真的这么去做。这让我惊喜万分。依缘有个表姑在北京，她给

了他一个手机，这样联络起来方便些。我和儿子每隔两天通一次话。他一直和我说中文，

我觉得他越说越好。我们一般每次都能聊上二十多分钟。 

夏令营的组织者设置了一个新浪照片博客。他们每天都加入新内容。通过照片，家长

们可以很生动形象地了解到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我们把博客以及他们夏令营的日程

安排传给了一些国内的亲友。大家都津津乐道，赞不绝口。我是每日必看这个博客，并且

流连忘返 （一天看几次）。 

夏令营的活动安排得很是丰富多彩。有晨练，武术，书法，中文课包括写日记，还有

模拟买东西，去公交车上售票，去餐馆做糕点，到北京的中学生家里做客，看演出，去外

地打工阶层的孩子们所在的学校做义工等。他们还安排了游玩，去了长城，故宫，鸟巢，

并安排了两天的西安之旅，以及夏令营结束时的联欢晚会。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他们

上餐馆的次数很多，孩子们吃得很开心。

地质大学宾馆的住宿条件也很不错。 

从西安回到北京之后，儿子兴致勃勃

地对我说：“我们去了兵马俑，还去了

xxx”。我没有听懂他的后半句。于是儿

子说：“我给你说了我的中文很差，我说

了你不懂”。为了不让他泄气，我赶紧安

慰他说：“不是你没说清楚，是妈妈比较

无知，就算换了一个中文说得再好的人来

说，我有可能还是听不明白的，因为我对

那个地方没有概念。”第二天，儿子对我

说：“我的中文不好，所以有时候说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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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生气，其实我没有生你的气。我只是不知道怎么把话说得更礼貌一点”。我听了心里

很感慨，儿子进步多了，都知道要注意说话的语气，语调了。有一次有个学中文的美国女

孩在广播里谈在中国学中文的心得，她说中文比较直，比较硬，比较没礼貌，比如说在餐

馆里，如果问你要不要什么东西你就说，“要”，“不要”，“给我”，“拿过来”。她

不知道中国话当然可以说得很委婉、很体贴、很柔和。而儿子是知道的，所以他才意识到

自己说中文的差距。 

在夏令营开始后的第三天，李日新老师

接替建国，和苗苗一起开始同夏令营的孩

子们朝夕相处。有一天她在电话里对我说：

“依缘很懂事阿。每次我们在餐馆吃饭，

他都吃到最后，说不要浪费粮食。”我笑

了。 “锄禾日当午”的故事没有白说啊。

平日里我给他说中文，他用英文回答我。

我以为是对牛弹琴，其实还是有点用的。 

儿子在北京过了他的十六岁生日。这是

他第一次离家这么远、这么久，也是第一次在外面过生日。我们在网上给他买了蓝色的玫

瑰花送到他的房间。我给日新打电话问她怎样送蛋糕合适，她告诉我她已经把他的生日做

了很好的安排。他们一起去逛夜市，吃宵夜，外加生日蛋糕。不用说，儿子玩得很开心。

这样悉心周到的安排，让我很感动。 

两个半星期的北京夏令营给了儿子和其他的孩子们奇妙而生动的中国语言文化课。对

他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从这里开始，他对用中文来与人交流有了信心。开始有意识地

说中国话了。夏令营结束之后，他到了武汉， 在武汉大学主办的一个以美国文化为主题

的夏令营里做了三个星期的助教。没有在北京的经历，他是不可能很快就适应在武汉的学

习和生活的。他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对中文和中国文化这么感兴趣过。虽然离真正的能读

会写还差得很远，至少有了一个好的起点。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他真正有了兴趣，学

起来就会容易得多。我对儿子的要求是他长大以后能够读懂在他小时候我为他写的东西。

这个曾经很渺茫的梦想现在有了新的希望。 

感谢建国，日新，苗苗，建英，孔轩以及袁力等为筹划和组织这第一届北京夏令营所

做出的努力。希望有更多的家长能够让孩子们参加明年夏天艾克顿中文学校组织的夏令营，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从中受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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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夏令营---回顾与展望  
李日新 

 

关于夏令营的文章大家已读到很多篇了，有苗苗老师写的，有家长们写的，也有营

员们写的；每篇都既生动又具体，十分精彩。作为带队老师之一，我想简单说一下首届夏

令营的几个特点和今后有可能改进的一些建议。 

 首先，虽然这届夏令营着手准备的时间较晚，但筹备小组的每个人都非常投入，尽

职尽责，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所以各项工作都有序，到位，为顺利开营提供了保证，也

让家长们放心地把孩子交给我们。 

 第二，对三位非华裔的学生来说，首届夏令营的确让他们大开眼界。从小在 AB 这

样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幽静小镇生长的高中生能够到北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五道

口那种学院环境里住上十几天，亲身体验那里的生活，他们每人都有“We are not in 

Kansas any more” 的感慨。 特别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课，参观，实践，以及交流等活

动，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有了真实的了解。 别看他们三个人是少数派，

但走到哪儿都备受关注和欢迎 --- 记者愿意采访他们，北京的高中生喜欢跟他们聊天，

做客家庭的家长们也对他们疼爱有加。他们三位也是在中文学习方面受益颇多，进步特快

的一族。尤其是在听说方面，自信心大增。现在他们都已经在大学或准备到大学后继续学

习中文，并愿意再去中国参观或学习。 

 第三，对七位 ACLS 的华裔营员们来说，最大的收获是比过去更喜欢中国了；与其

它营员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说写中文方面也都有所提高。这组学生大多以前都随家长去

过中国，也访问过亲戚朋友的家；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多数学生告诉我说，以前跟父母回

国的经历跟这次很不相同： “This time, it’s a lot 

more fun”；“After this trip, I really like China!”. 

这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声音。这种效果也的确不是从一家一

户的回国之旅中能够很容易达到的。 我们这帮孩子们也都

表现出了一些优秀的品德和良好的家教。比如，有的学生

从不浪费粮食，有的学生去做客家庭时对长辈礼数周全，

有的学生在打工子弟学校奉献爱心，一丝不苟地教孩子们，

还有的学生用自己的零花钱为小朋友们买了矿泉水。说到

营员之间的友情，也是特别动人。十几天的朝夕相处让他

们结下了很深的情谊。离京前的最后一夜，他们在一起聊

天直到深夜。第二天一早，我带的七位学生要起大早赶飞

机，而另三位原本可以多睡一会儿的营员也都早早起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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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他们的伙伴。尽管不久他们又能相见，可从那依依不舍的神情中让人感觉到他们真的是

一个集体，相互都是好朋友，而且他们今后的生活也会受益于这次的交友经历。在这组营

员中每个人的中文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有的是自信心强了，敢在众人面前张口说中

文了；有的是写作水平明显见长；还有的则是有了当小老师的自豪。有一个孩子悄悄地告

诉我说: “老师，以前我在美国说中文总是觉得不好意思，可是这次在中国我没有这种感

觉了；而且，当我比别人懂得多一点儿的时候也很乐意帮助其他同学。” 听了这话，我

真是高兴极了！另外，这些华裔学生也是适应环境最快的。地道的中餐对多数人来说不太

需要习惯；去超市买东西，挑水果是一看就会；晨练武术的招式也很有模样；我甚至还看

到有的学生连嗑瓜子的动作都十分熟练，真是本事不小！ 

 最后当然要说说还有哪些可能改进的地方。尽管大家的中文水平都有所提高，但语

言课还是孩子们唯一不尽喜欢的项目。下次我们要尽可能地从课程设计，师资上加以改进，

最好将营员按程度分成小班 (前提是营员要多一些)， 因人施教。第二是适当增加一些有

中国特色的文化课，体验课，以及一些传统的体育，游戏项目。 第三是再增加一些与中

国学生交流的机会。最后是要提前着手夏令营的宣传，筹备工作，让社区和家长早些了解

夏令营的计划以便有更多的学生参加，并争取申请一些基金或得到社区各界的赞助。其实，

这项工作已经是现在进行时啦--- 请大家今天就去点击我校的夏令营网站专页吧！ 

 
 

艾克顿的中华传奇 
-记“2010 艾克顿中华文化节” 

 

芶燕妮   袁力 
                                                 

 波士顿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近 400 年的历史沉淀让整个波士顿地区，以及近郊

的市镇，在拥有金融中心、科技重镇、名校之城的称号之外，更散发出浓浓的文化气息。 

 波士顿往西 20 英里处，有一个 2 万居民的小镇——艾克顿。这个以纯美的自然环

境和良好的学区闻名的小镇，近十年来吸引了很多高素质的华裔居民入住。他们以自己的

辛勤劳作以及对社区事务的积极参与，为这个有 275 年历史的小镇更增添了多元文化的魅

力。在 2009 年《Money》杂志评选的“全美最适合居住的 100 个城镇”排名中，艾克顿

高居第 16 位。除了自然条件和学区等等，文化的多元性以及艾克顿中文学校是艾克顿镇

上榜的重要缘由。华裔居民的增多和积极务实的作风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艾克顿小镇

在严谨、典雅的欧洲风情之中，更透露出几许龙吟虎啸、水墨金石、黄钟大吕，以及传承

数千年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厚德载物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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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7 月，艾克顿将迎来建镇 275 周年纪念日，为此，镇文化娱乐部 (Town of 

Acton Recreation Department) 安排了一系列庆祝活动。“2010 艾克顿中华文化节”

(2010 Acton Chinese Culture Day) 作为其中一个大型的社区文化活动和重头戏之一，由

艾克顿中文学校 (ACLS) 承办，艾克顿-博思宝路文化委员会 (Acton-Boxborough 

Cultural Council)协办，于 6 月 5 日 (星期六) 从上午 10 点到下午 5 点在艾克顿 NARA 

Park 隆重举行。 

 初夏 6 月的天气阴晴不定，

文化节的前一天夜里还是雷声隆

隆、暴雨如注，第二天清晨的天

色仍然阴沉，让人担心，上午 9

点之后居然奇迹般地云开雾散。

阳光润润地从滚动着水珠的树叶

中穿过，洒落在鲜绿的草地上，

升腾起一层薄薄的轻雾，轻盈飘

荡。 随着游客的脚步，穿过 NARA 

公园入口处的大红灯笼，就看见

“艾克顿中文学校”的醒目横幅；

沙滩屋里红黄两色的桌布上整齐

摆放的笔墨纸砚和墙上悬挂的中国书画，让人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中国文化气息，而艾克顿

武术学校摆放的刀剑棍棒等各式古典兵器，和华林派中国功夫康可得（Concord）学校威

风凛凛的红黄黑舞狮头饰，幻化出夺目的气势。孩子们在装饰着可爱大龙的充气蹦蹦床上

翻滚嬉闹。漫步于遍布在草地上的各参展单位的白色和蓝色帐篷间，顺着悠扬的中国音乐

循声而去，来到 Amphitheater 露天剧院前，背景上正红底色里大朵的吉祥金叶和蓝黄两

色中英对照的“2010 艾克顿中华文化节”字样，借着浓浓的中国风情，清晰地传达出将

要在这里上演的文艺演出的主题。 

 自然风光秀丽迷人的 NARA 公园，就像出嫁的中国新娘穿上了华丽的盛装。她手中

的一轴轴美丽迷人的中华画卷在初夏的阳光下优雅丰盛地展开，各项活动全方位立体式进

行。 

 画卷之一， “书画盆景展”。真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

灵”，沙滩屋的“书画盆景展”成为精英荟萃的文化中心。不算宽阔的两面墙上以及沙滩

屋外挂满了中国字画，包括艾克顿中文学校 国画班同学的三十多幅作品，周九卿先生的

包括《炎黄赋》在内的十几幅精美书法，张耀路女士的字画，以及王均先生带来的春联和

字扇。Springfield 的盆景协会 (Bonsai Society of Greater Springfield, MA) 的泰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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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g Taylor）应邀带来三十多盆中国盆景，在桌子上高低错落地摆放着，把小小的沙

滩屋装点得高雅迷人。泰勒先生还为游人讲解中国盆景的知识，让游人在大饱眼福之外，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伴随着轻柔的中国音乐，任亚平

女士和国画班的其他同学以及张耀路女

士现场挥毫作画，素雅的水墨中轻抹上

几笔色彩，寥寥数笔间，鸟语花香在宣

纸上弥漫。周九卿先生、王均先生、廖

大权先生、胡先生、陈淑芝女士和吕慧

文女士为游客书写中国名字：保罗、梅

根、杰西卡。。。西式的名字在精美的

书签上转化为优美的汉字，大人孩子手

捧书签如获至宝。许聪玲老师是艾克顿

中文学校少儿国画班老师，她为小朋友

们带来了自做明信片的节目。她身边围

满了学画画的小朋友，和无数国画爱好者。有一位叫孙制胜的“书法发烧友” 带着他的

笔墨砚纸和作品从 Hopkinton 慕名而来，他说能有机会见识这么多书法高手，真是太有

幸了。 

 “炎黄脊梁遍列九州，姓氏血脉，扬辉全球 ...”中华书画艺术的优美和博大精深

引人入胜，让人叹为观止。 

 画卷之二， “美食篇”。“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是中华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

分，吃中餐、尝小吃、品香茗当然是文化节上不可或缺的一个节目。 

 NARA 公园两顶最大的帐篷下，早早地挂起了中国餐馆的招牌：名满波城的“老四

川”(Sichuan Gourmet)、艾克顿人期待已久、新近开业的“花椒苑”(Spicepepper 

Garden)、“亚洲风味”(Asian Gourmet) 和 “川雅居” (Top Garden)。一道道风味地道、

价廉味美的午餐摆上了野餐桌，菜式包括夫妻肺片，笋尖肉丝，水煮鱼，椒盐虾，以及风

味小吃凉拌腐竹，凉拌土豆丝 ， 麻辣银丝 ，樟茶鸭腿 ，台式锅贴，炸酱面 ，川味担

担面 ，酱肘花 ，葱油饼 ，上海春卷等。接近中午时，大帐篷下排起了四大长队，第一

批准备的五六百份饭菜不一会就销售一空。 “花椒苑”和“亚洲风味”占了离 NARA 公

园距离近的优势，各式美食从餐馆厨房源源不断运上公园的野餐桌。热闹的场面一直持续

到下午 2 点过，美食大聚会才告一段落。 

 除地道的中餐外，公园里还飘荡着中国茶的清香。MEM Tea Imports 从波士顿的唐



No. 71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 

~ 12 ~ 
 

人街带来了八十多种茶叶，伴以冰咖啡和冰茶。烈日当空，喝杯冰茶，格外凉爽宜人。负

责茶坊的史建英张罗了三、四套精美的茶具和中国小工艺品，把小小的帐篷装饰成了优雅

的茶馆。她热情地为大家烧水泡茶，让游客们品尝江南水乡的西湖龙井，福建安溪的铁观

音和四川的茉莉花茶。真可谓一杯在手，满口清香。 

 画卷之三， “服饰艺术品展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中国小工艺品和首饰

以其物美价廉著称，大受欢迎。Boston Galaxy, Salem Oriental Gallery 和 HwaFong Gift 

在帐篷里摆摊设点销售制作精美、五颜六色的头饰，胸佩，项链，手链，中国花鸟画，山

水画，山西皮影画，中国小礼品。负责联系小商贩的邓育红从唐人街弄来了工艺扇，工艺

小伞，纸灯笼，缎子帽，小佛像，以及中国音响制品。负责中国服饰的刘汉兰联络到以中

国为基地的跨国服装设计师陶亮（Jerry Tao）。Jerry T 品牌的设计以其独到的构思，

鲜明的色彩和细腻的做工在近两年的时间很快打入美国市场，他每年都会在美国举办三十

多次时装表演。陶先生空运了九十多套衣服来参加此次文化节。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衣服

是一种时装化的职业装，不只是晚宴装。很多女士们倾心于样式和色彩，在展台前流连忘

返。不少人选到了满意的时装。据悉，文化节之后汉兰还会继续销售他的服装，卖完为止。 

 提起设计师，组委会多才多艺的设计师袁力设计了两款体恤衫：一种是以中华龙和

艾克顿纪念塔为背景的文化节主题衫，另一种是以中国汉字为背景的“ACTON”立体文字

花卉衫。图案精美、立意深刻。组委会特别设置 “买衫抽奖”的趣味活动。凡买一件体

恤衫则有一个中奖的机会。二十种奖品，中奖率高。家住 Maynard 的 Christine Bell 在

买衫时便说： “这是一件很高质量的体恤衫，$10 很值得。而且还有中奖的机会。”幸

运的是她有幸拿到其中的一个头等奖“艾克顿中文学校$50 奖券”。 

 画卷之四， “中医针灸及爱心服务”。中医针灸是我们的国医国粹，历史可追溯

到春秋战国时代。NARA 公园里的一顶帐篷外，高悬的针灸穴位图和推拿手势图，清楚地

表明这里是中医现场咨询和推拿按摩的摊位。来自艾克顿 Reservoir Family Wellness 的

Maria A. Broderick 和 Louise Dunn，艾克顿中医诊所（Acton Chinese Medicine）的李英，

博思宝路针灸所 （Boxborough Acupuncture）的 Cynthia McMahon King 和维斯福中国针

灸所 （Westford China Acupuncture ）的张越（Yue Joy Zhang），2 中 3 洋，热情地为

络绎不绝前来的游客们做咨询、演示、推拿，两个按摩椅一直没有闲着。  

 文化节上，这样散发出中国气

息和浓浓温情的爱心服务随处可见，

波士顿西区华人圣经教会的巧手媳妇

们为老人们爱心剪发，青少年们为孩

子们做动物气球，画脸。波士顿生命

河灵粮堂教会为大伙准备了灯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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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为小孩子们讲故事。波士顿佛教慈济基金会也设置了帐篷，做爱心慈善宣传。七年级

学生 孔令熙（Albert Kong） 和他的朋友们组织了卖棉花糖小组，所得利润作为善款奉

献给镇初中为非洲 Kenya 组织的捐款活动。兴高采烈的小孩们在以龙为特征的蹦蹦屋里，

乐而忘返。大一点的孩子们在一帮高中生志愿者的带领下玩踢毽比赛和过绳的游戏。对孩

子们最有吸引力的是拿票领奖。拿着小小奖品，笑得比吃棒棒糖还甜。 

 画卷之五， “平地献艺”。平地献艺从中午十二点开始，在沙滩屋前的平地里玩

杂耍，包括舞狮、武术和太极。舞狮是我国优秀的民间艺术。在锣鼓声中, 两位来自华

林派中国功夫康可得学校的表演者，装扮成红黑两狮, 作出狮子的各种形态动作，引来

观众的阵阵喝彩。接着是艾克顿中文学校太极班的表演。 一些太极高手也加入了太

极表演的行列，其中有前艾克顿中文学校太极班的老师，第一届董事会长王泽养先生。

来美探亲的罗彤大师得知文化节的消息，兴致冲冲地赶来助兴。罗彤大师得祖上真传，

修炼四十余年，弟子众多。银发须白的罗先生表演了自创的 69 式杨氏太极，并和武术

学校的一名高才生推手对仗。这位美国壮小伙二十来岁，习武多年，集散打、长拳及太极

为一身，竟然被老先生连推倒三次，每次都推出一米之外，足见罗先生的功力。太极拳的 

“借敌之力，伤敌之身”的精髓彰显无遗。观众云集，掌声和喝彩不断。艾克顿中国武术

学校和华林派功夫康可得学校的师傅和学生们也磨拳擦掌，舞枪弄棒，表演了不得的中华

真功夫。两位学校的师傅均非华裔，他们的学生也是非华裔居多，足见中华武术的世界性。 

 下午一点半，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大家翘首以待的舞龙舞狮表演开始。一条红黄绿

相间的长龙，在十二位身着绿衫黑裤来自华林功夫昆西学校的舞龙队员们的挥舞下，追逐

着彩球，盘旋往返，上天入地；红黑两狮合着鼓点，忽高忽低，蹿蹦跳跃，从沙滩屋前一

路表演，往 Amphitheater 露天剧场处进发。腾飞的彩龙和威武的雄狮，合着动人心魄的

鼓声和欢呼叫好声，在兴高采烈的游客的簇拥下，一路舞着，跨过所有的帐篷以及山坡草

地，在露天剧场外飞旋跳跃，把文化节的气氛推向了

新的高潮。 

 画卷之六， “舞台艺术”。在剑桥中国文化

中心小鼓 队的《喜庆的日子》激扬的鼓声中，这次

“中华文化节”的压轴节目露天舞台表演正式开始。

节目由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学生助教戴依缘 （Alex 

Dai）和王潇（Victoria Wang） 主持。他们身着文化

节的体恤衫，充满了朝气和活力。Alex 幽默诙谐，

放收自如； 

Victoria 多才多艺，天真甜美，他们落落大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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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着观众徜徉在瑰丽的中华音乐舞蹈艺术之中。 

 波士顿中国民族乐室内乐团的演员们身着民族服装，为观众演奏了技艺精湛且极富

表现力的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民乐合奏《茉莉花》，二胡齐奏《赛马》，葫芦丝与琵琶组

合《美丽的金孔雀》，笛子独奏《春到湘江》，弹拨乐合奏《天山之春》，大提琴与中胡

对话《草原之夜》，葫芦丝独奏《欢乐的泼水节》，广东音乐连奏《旱天雷》，《雨打芭

蕉》，以及《步步高》。他们还推出了结合舞蹈和音乐艺术为一体的琵琶舞蹈《反弹琵琶》

以及典雅的京剧舞蹈《夜深沉》。 

 碧云儿童舞蹈团带来了美丽动人的傣族舞蹈《清晨》。天使表演艺术团表演了柔中

带刚的蒙古舞《绿野奔腾》，亮丽多姿的中国传统服饰表演，以及温情柔美的傣族舞《小

仆哨》。爱乐儿童合唱团的小朋友们演唱了《静夜思》和《小小世界》。艾克顿的两位在

波士顿歌唱比赛中得奖的歌星李龙和李艳同台献艺，演唱了《想亲亲》。在观众的强烈要

求之下，他们还演唱了湖北民歌《龙船调》。歌舞表演加上艾克顿中国武术学校的中国功

夫和享誉波士顿的艾克顿-博思宝路高中学生包永浩的杂技表演抖空竹，内容十分丰富，

充分体现了中华音乐舞蹈艺术的绚丽多彩。 

 这一组组的画卷，在奇迹般破云而出的艳阳下，在 NARA 公园的绿草地上、舞台上，

沙滩屋，在络绎不绝的人流里，在浓浓的中华风情中，缓缓地展开，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让人留连忘返。 

 组委会主席芶燕妮在文艺演出开始前做了简短的欢迎致辞，她感谢这个受祝福的好

天气，感谢镇文化娱乐部以及艾克顿-博思宝路文化委员会为本次活动的鼎力宣传。她更

特别感谢艾克顿中文学校的三十多位组委会成员以及近百名志愿者的智慧能力和为社区服

务的奉献精神，她还感谢到场的观众来参加艾克顿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华文化节，见证历史

性的在 NARA 公园的第一次舞龙表演。美国国会议员 

Niki Tsongas 的办公室主任 Jane Adams 颁发了为艾克顿华人第一次举办艾克顿中华

文化节的特别荣誉证书。演出之后，镇文化娱乐部的负责人 Cathy Fotchman 祝贺了文化

节的圆满成功，并和文化节组委会成员一起为“买衫抽奖”的活动抽奖。四点五十分，在

大伙的欢呼声中，文化节圆满结束。 

 曲终人散，天下起了暴雨。五分钟之后，雨过天晴。天更蓝，云更白，草更绿。这

一规模宏大，内容丰富，透露出浓浓中华风味、故土情怀的第一届“2010 艾克顿中华文

化节”活动，至此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据现场治安警察和镇文化娱乐部估计，本次活

动吸引了超过三千人次的游客。 

 这次活动的策划、筹备、实施工作前后历时六个月，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启动，今

年元月活动组委会正式成立，经过复杂细致的前期准备和最近两个月紧锣密鼓的运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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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成员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次活动的组委会大多数成员都参加了艾克顿中文学

校历年来组织的大型活动，包括三次“艾克顿中国音乐之夜”和艾克顿中文学校五周年校

庆。组委会由芶燕妮总负责；孔轩，Joanne Wu, Virginia Taylor, Dick Calandrella 负责

推广宣传；袁力负责海报和文化衫设计、舞台和公园装饰；陆青负责节目单设计以及文化

衫销售；王建国负责网页设计和更新；王泽鸣负责平地献艺，杨钦钊、刘阳、沈心焯、唐

艳华负责舞台表演；刘玉明、Eve Li、黄玲负责财务和募捐；黄玲、刘玉明、姚小菊负责

中餐协调；孔轩、Fred Hu 负责饮料销售；刘汉兰和邓育红负责服装和工艺品协调；李劲

冬、孙立新负责中国书画展协调；左国英负责盆景展协调；史建英负责茶品协调；陈婷负

责中医协调；马东海、巫冬灵负责儿童游戏，Dick Calandrella 负责充气蹦蹦床的协调；

简建华、Arthur Lee、袁力负责音响协调；陈鸿祥、陆青负责抽奖和拍卖；马燕负责分发

节目单和活动咨询；马东海、李福根负责安全；王惠、邝锦波、钟应木和李伟负责活动摄

影、摄像。 

 文化日的圆满成功是心血付出的最好回报。我们组委会全体成员以及志愿者们兑现

了对艾克顿以及波士顿社区的承诺： 

 让我们在异地归故里，浸润在中华文化里，体味故乡的风、故乡的情、故乡的甜美

和温馨；让我们在异国做主人，把一个文化盛宴呈现给我们落地生根的社区，让异族朋友

们在一天的时间里和我们一起共享中华文化的丰盛。  

 2010 年 6 月 5 日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因为大家不同寻常的努力和云开雾散骄阳当

空的奇迹，它成为艾克顿社区的一个盛大节日，一个庆祝艾克顿镇 275 周年的献礼。我们

这群中华儿女、龙的传人第一次把中国龙带到了艾克顿，让它豪情飞舞，把吉祥带给我们

脚下这片受祝福的美丽富饶的土地和知性开明充满爱心和接纳的艾克顿人民。历史会永远

记住这个日子，这个让艾克顿华人自豪和骄傲的日子——艾克顿历史上第一个中华文化节，

艾克顿镇的中华传奇！ 

 

ACLS Activity Update 
February 2010 – October 2010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s 

  
Goals accomplished: 
 Prepare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2009-2010 spring semester opened class “高年级中文

阅读和会话班” in 2010 fall semester (now 17 students registered) 
 Revised the current ACLS curriculum according to the MA world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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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Helped the school admin to assess current MLP pilot classes through parent survey 
 Purchased one additional set of MLP textbooks through the school’s long-term fund 

for evaluation and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materials 
 

Proposed long-term goals for ACLS language education program: 
 Make sure ACLS educational goals for students is consistent or connected with that 

of the world language classes that public schools (even colleges) have established 
and/or developed in the United States; 

 Revise the current ACLS curriculum, which might be out-dated; 
 Establish a process to accumulate the institutional and treasury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CLS teachers have gained over the years, share the knowledge among 
all ACLS teachers.  
  

2010 Acton Chinese Culture Day at NARA park 
 
ACLS and the Town of Acton Recreation Department co-hosted "2010 Acton 

Chinese Culture Day" on Saturday, June 5 from 10:00am to 4:00pm at NARA Park. 
Acton Boxborough Cultural Council also helped publicize this event. 

 
This was an unprecedented Chinese culture festival with a great turnout of over 

3000 people!  The office of US Congresswoman Niki Tsongas presented a special 
congressional certificate of recognition to the Acton Chinese Community for its first 
Acton Chinese Culture Day. 

 
The event included an excellent outdoor onstage performance and martial arts, Taiji 

demonstrations.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the dragon dance performed on the ground of 
NARA Park in Acton.  The visitors warmly welcomed the exhibition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Chinese painting and Chinese Bonsai. The Chinese tea tasting,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Q&A, and acupunctures demonstration also left great impressions. 
Four renowned Chinese restaurants provided authentic Chinese food on site. A few 
local Chinese art & craft stores sold beautiful Chinese art, souvenirs and clothes.  Local 
Chinese churches sold Chinese books, music, and videos.  They also provided face 
painting for kids and free haircuts in the park. The giant dragon moon bounce and 
other children games attracted a lot of kids.  

 
The credit of the event’s success goes to the extraordinary efforts from over thirty 

preparation committee members of ACLS, the 100 volunteers on site, the Town of Acton 
Recreation Department, the Acton-Boxborough Cultural Council, all performance 
groups, artists, Chinese calligraphers, Chinese medicine doctors and acupuncturists, 
restaurants, merchandise vendors, churches, other organizations, all generous don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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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participations from our parents and the community.  
 
Together we made history!  We turned an ordinary day into a community holiday, 

a Chinese culture festival, and a celebrating day to kick off the 275th anniversary of the 
town of Acton! 

 
ACLS “Visiting China” Program 

  
This program was created last year as a supplementary program for CSL students. 

The purpose of this program is to give upper level CSL students -- many of whom do 
not have close ties to China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ysic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of 
modern-day China, through a series of travelogues given by members of the ACLS 
community, and to add enrichment to the language instruction.   

  
In February, Lucy Xu presented a travelogue on her hometown - Yunnan Province 

and Kunming.  She talked about the food, the schools, and the culture specific to the 
region.  In May, Sinan Zhang, who is from Beijing, presented a travelogue on the 
capital city –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fascinating cities in the world.   The 
children asked a lot of questions of both presenters. 

  
During the 2010 – 2011 school year, three travelogues are planned.  The first speaker 

will present on the Summer Culture Camp Experience.  We also hope to get 
travelogues presented on Chinese Festivals and on Shanghai.  The “Visiting China” 
Program is a wonderful way to give CSL students a view into China – a country that 
most have never visited, but all are working diligently to learn the native language. 

 
2010 ACLS Beijing summer camp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saw 10 students from the first ever ACLS 

summer camp at early summer 2010. As a supplementary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s offered by ACLS, the Beijing summer camp was initiated to add live 
experience for the student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give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climb to the Great Wall, to visit the Forbidden City, to lear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t the very place where Chinese is spoken. Students with interest in Chinese 
language from the AB Regional High School also joined the summer camp. 

 
Jianguo Wang, the Principal of ACLS and the 10 students -- ACLS higher graders 

and non-Chinese students from ABRHS, Danlin (Daniel) Bi, Yiyuan (Alex) Dai, Chris 
Hart, Jiamei (Janice) Lin, Edward Livshits, Linxi (Albert) Kong, Rebecca Meagher, 
Thomas Meagher, Haotian (Andy) Shen and Yueyuan (Clara) Wang, went to Beijing on 
June 25, followed by Miaomiao Wang,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of ACLS and Harv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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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and Rixin Li,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of ABRHS. 
 
The summer camp programs were designed by Miaomiao Wang, Rixin Li, Jianying 

Shi, Jianguo Wang and Xuan Kong.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was instructed by 
the senior teachers from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北京语言大学), and 
teachers from the China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中央美术学院) and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北京体育大学) hosted the Chinese culture classes. The students 
learned Chinese by living with Chinese-speaking friends, practicing with vocabulary 
from local people and experiencing the daily life. They also learned martial arts, 
Chinese calligraphy, Chinese painting, water color, Chinese flute, Erhu and Chinese 
cuisine; they practiced bargaining at the shopping centers and ticket-selling in buses, 
made friends with students from associated high schoo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visited families of their Beijing friends, and volunteered at the 
migrant laborer resident in Beijing. 

 
The students also visited the Forbidden City, Tiananmen Square, the Great Wall, 

Beijing National Stadium (鸟巢), the National Swimming Center (水立方), the National 
Museum,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Karaoke halls, famous 
restaurants and a 3-day tour to Xi’an. Each student gets a certificate from th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at the closing ceremony.  

  
2010 Oktoberfest 

ACLS presented a colorful table display and two stage performances at the 2010 
OKTOBERFEST Celebration on Saturday, October 2, 2010 in West Acton Village -- all 
designed to showcase the culture and traditions of China to a huge public audience,  
noted by some as the largest attendance in the 17-year history of the event. 

Organized by Ting Chen and Dick Calandrella, ACLS hosted a display table from 
10:00 a.m. to 4:00 p.m. which showed many colorful and traditional items from China 
such as clothing, jewelry, books, fans, scarf, games, gifts, and other items, backed by 
several large and colorful posters showing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which take place at 
ACLS every Sunday afternoon. 

Helping to staff the ACLS table were: Ally Li, Yanni Gou, Jill Lu, Donghai Ma, 
Yuming Liu, Rick Jian, Xuan Kong, Yang Liu, Zeming Wang, and Hanlan Liu. Poster 
displays were created by Li Yuan. 

In addition, ACLS presented two stage performances -- one by the ACLS Children’s 
Chorus and the second by the Melody Dance Troupe -- which were well received by an 
appreciative audience. 

OKTOBERFEST Organizer Skip Kennedy has sent a letter to ACLS thanking us for 
helping to make the 2010 event a huge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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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人 
王晓鹂 

小时候看童话，那篇《绿野仙踪》里最喜

欢的一个并不是稻草人——又不是真人又没

有心，多没趣。长大后才发现，追寻一颗真

心的稻草人是最了不起的——尘世间多少人，

庸庸碌碌一辈子，至死也不见得拥有一颗赤

诚真心！但是，真正的稻草人见得并不多。

家乡是山区，都是窄条的梯田，没有大面积

的麦田和稻子，用不着在地头插个稻草人以

惊鸟雀。到了这里之后，却见到了许多稻草

人。 

还记得第一次看到稻草人的情景：那是一

个碧云天黄叶地的深秋，看书累了，随便出

去溜达，去了最近的街心小花园。却惊异地

发现前几日还空荡荡的地方，树起了各式各

样的稻草人。那时还不知道万圣节，自然不

懂稻草人就像春节里的大红灯笼，是这个节

日里必不可少的，还以为是街头艺术，因为

那批稻草人的做工非常精细，有身份，有动

作，有表情，有大小，而且依不同的造型穿

着衣服，拿着不同的道具，活灵活现：伐木

工人手持电锯，坐在原木上休息。电工腰系

修理袋，里面别着钳子、扳手、螺丝刀等各

色工具，一臂高举，一手使钳，仿佛正在修

理线路。园丁半跪在地上，左手扶花（当然

是假花），右手拿着一把大花剪，歪头沉思，

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几个孩子在玩耍，一个

男孩提腿伸臂，准备投出橄榄球，另一个左

手戴着棒球手套，身体前倾，预备接住来球，

而女孩则弯腰捡起地上的网球。穿着围裙的

家庭主妇臂挎菜篮，里面装着萝卜、南瓜什

么的。劈柴的农夫脚踩斧背，手按斧柄，头

搭在胳膊上喘了口气，旁边是码得整整齐齐

的原木。……当时非常兴奋，前前后后仔细

观察，越看越像活人, 仿佛真的有颗跳动的心

掩在那堆稻草里面。后来，几乎每天都去看。

可没几天下了场秋雨，连绵几日，那些稻草

人整日整夜地淋在雨里，终于变得蔫乎乎的，

有点儿失真，看得人心里只可惜。再过几日，

突然消失了。当时不知道万圣节已经结束，

稻草人的使命也完成了，只觉得遗憾，没拍

几张照片留作纪念。说起来，那也是这么多

年来看到的最美的稻草人。后来见到的，立

在房前篱下，基本都是超市卖的几块钱的那

种，很随便的，不过是应个景儿，图个节日

气氛。 

比如自己，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节日要求，

从超市买来的稻草人，便是那样：头戴一顶

破毡帽，稻草编的两根麻花辫搭在肩头，刘

海儿自然也是稻草做的，脸是一块圆泡沫蒙

上白布，画上眼睛鼻子嘴就罢了，连耳朵都

没有。穿得是麻布牛仔裙，上面夸张地缝着

几个色彩鲜艳的大补丁，胳膊腿儿都是稻草，

背后撑着一根竹竿，往土里一插就 OK 了。

虽然粗糙，孩子们却很喜欢，尤其老二，还

给她取了名字，叫笑笑——因为她有一张微

笑的大嘴和笑咪咪的眼睛。每天早晨，孩子



No. 71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 

~ 20 ~ 
 

们出门的时候都会给她说再见。不巧的是买

回来没几天就下了场雨，老二第一个想起了

稻草人，冲到楼上来找我：“妈妈，下雨了，

笑笑没有雨衣，也没伞，怎么办啊？！”而

我已经忘了稻草人，不解地问：“笑笑？是

谁？”孩子一听急了，拉着我来到窗前，指

着台阶前的稻草人说：“那就是笑笑啊，你

忘了吗？”我这才反应过来，赶紧安慰她。

好说歹说，费了许多口舌才让她相信，稻草

人不怕下雨，不会感冒，不会流鼻涕。 

离万圣节越来越近，各家门前的稻草人陆

续都摆起来了。孩子们挨个去看，回来后老

二自豪地告诉我：“妈妈，咱们的稻草人最

漂亮！”嘿，明明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不

过穿了不同的衣服，有的是男孩，有的是女

孩罢了，哪里分得出哪个更漂亮？！ 

我故意逗她：“你们怎么知道咱们的稻草

人最漂亮？” 

“因为她有帽子啊。” 

“旁边哥哥家的稻草人也有帽子啊。” 

“嗯，她有黄颜色的辫子，还穿裙！” 

“对面那个稻草人也有辫子，也穿裙啊。” 

“可她的裙不是牛仔裙，没我们的好看。

还有…..”她挖空心思地想着理由：“咱们的

稻草人有名字！” 

“你们怎么知道人家的稻草人没有名字？” 

“妈妈，你……，不管，就是咱们的稻草

人最漂亮，她笑得最好看了！！” 

孩子词穷了，开始耍赖。 

看她恼了，我也收起了玩笑，一本正经地

说：“对，就是咱们的稻草人最漂亮。因为

你们最喜欢她啊，是不是？” 

孩子一听，这才高兴了。不一会儿，老二

拿来一副速写——所谓速写，就是四条线顶

着一个圆球就算是一个人的画。她认真地指

给我看，最高的是稻草人爸爸，头圆点的是

稻草人妈妈，腿儿细点的是稻草人姐姐，胳

膊最短的是稻草人妹妹。呵呵。 

老大已经懂事，不像老二那样把稻草人太

当真。可也很喜欢笑笑。有一天，她读完学

校规定的十五分钟阅读后，跑来问我：“妈

妈，我可不可以把这本书看完？”我瞟了一

眼，是很厚的一本书，随口问：“太长了

吧？” 

“可是，很好看啊。”女儿争取着：“妈

妈你知道吗？这里面也有一个稻草人哦，他

是个男孩儿。太好玩了，让我看完吧。” 

我想起来了，那是我在 yardsale 里淘的一

本原版《绿野仙踪（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讲得就是稻草人、铁皮人、狮子和

小姑娘 Dorothy 的故事。书很厚，几乎没有

插图，绝对不是儿童版的。她能看得下去吗？ 

那天，老大自然没看完那本书。后来有一

天突然想起，我问她：“你看完有稻草人的

那本书了吗？” 

“看完了啊。” 

“那你最喜欢谁？” 

“稻草人。” 

“为什么？” 

“因为咱们家也有一个稻草人啊。” 

没想到，稻草人居然还有如此大的魅力。

所以，当她们问我明年可不可以再买一个稻

草人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就算只

为了让她们开心，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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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四川 
Sichuan Gourmet 

 

正宗川菜 
www.Laosichuan.com 

继承传统 开拓创新 
一菜一格 百菜百味 

 
Billerica      Framingham 

978-670-7339   978-670-7348   508-626-0248   508-626-0347 

502 Boston Rd, Billerica MA 01821  271 Worcester Rd, Framingham MA 

http://www.laosich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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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School Realty, Inc. 
The true experts and professionals in real estate! 

没有卖不掉的房子, 只有不会卖的经纪! 

没有卖错的房子，只有买错的房子！ 

We know How to sell and what to buy! 
 

Kathleen Zhang, CPA 
Individual and Corporation Tax Specialist 
We specialize in Tax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 Real estate 
taxes; Retirement & Financial planning; Accounting and 

bookkeeping service. 
Not all accountants are created the same! 

 
Our offices: 124 Main Street in Acton and 844 Massachusetts Avenue in Lexington. 

Real Estate:                        CPA Firm: 
(978) 264-0900                   (978) 263-4355 

GoodSchoolRealty.com          Kathleenzhang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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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 
马立平 3 年级 

老师 ：钟劲红 
王佑恒 

我弟弟和妈妈去香港。我们和马军一起去

逛商场。在旅行团工作人员带领下去爬山，

乘船去看鱼村。渔民在船上吃住。我还看到

二个建在船上的餐馆。我们参观珠宝工厂。

在工厂里我们喝饮料，妈妈去看漂亮的鱼器。

最后我们去 Stanley 市场。在 Stanley 市场王佑

忱买了一个小白兔子。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坐火车去太平山上。

我们看到整个城市有很多高楼。还看到

Victoria Bay 在中间。我最喜欢吃的是荔枝面

包因为它又香又甜。 

 

王佑恒 

 我弟弟和妈妈去徐州。我们去奶奶家。

我们去云花公园去喂鱼。在云花公园我看见

湖，雕像和寺庙。我很喜欢徐州。 

 

李浩成 

北京暑假收获多，古今名胜尽兴游，亲情

美食好享受，球场泳馆显身手，中文更上一

层楼。 

 

孙乐乐 

我去了北京。我看了兵马俑。我和四个人

一起去看了三峡大坝。我看了小三峡，我玩

了游戏。 

 

张诗运 

1. 这个夏天我去了加利福尼亚州 

2. 我去了迪斯尼乐园。 

3. 我看了飞机。。 

4. 我去动物园了。 

5. 我也游泳了。 

 

黄宇路 

这个暑假我吃了很多西瓜和玉米，我去淮

海看见螃蟹，我听见很多蛐蛐儿叫，我被蚊

咬了很多包，这个暑假我学会游泳乐 。 

 

李滢瑨 

夏天我很高兴，我家去了 Cape Cod。我

们住在一个旅馆里。我每天上海边玩，我喜

欢抓小鱼。我们坐了一艘大游船。这个暑假

我们也去爬山了。我学了打网球和踢足球。

夏天我交了很多朋友。 

 

刘天琳 

今年夏天我去了中国和泰国。我们在泰国

骑大象，我还喂大象吃香蕉，在海滩捡贝壳。

在北京我们爬了长城，在北海公园划船，那

里的莲花真美丽。我们还去了南昌，庐山和

上海世博会，天气好热，但是很好玩。我过

了一个快乐的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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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阳 

1. 在 Antigua 我看见鸟，蜥蜴，和海洋。 

2. 今年夏天很热，我吃了很多冰淇淋。 

3. 我爱游泳。 

4. 我在海里划船。 

5. 我爱玩足球和棒球 

 

沈浩月 

我在游轮上看见一个冰川。我在西雅图看

见了太空针。我去温哥华的中国城。我看见

一个鹰了。我看见一个熊了。 

 

邝凯文 

1. 夏天我和姐姐玩儿水。 

2. 我喜欢游泳。 

3. 我爬大山。 

4. 夏天很热。 

5. 我喜欢骑自行车。 

 

林天泽 

1. 海洋里有很多船。 

2. 我们去看了瀑布。 

3. 千岛湖很美丽。 

4. 周末我们去爬山了。 

5. 我在暑假里学了射箭。 

 

宣乐韬 

夏天很热，我去游泳。我呼吸新鲜空气，

看看鸡。我听着音乐，很高兴。我在太阳光

下读书。骑自行车很好玩的。 

 

 

 

 

 

秋天 
六年级 A 班 

老师：勒宏 
朱茜娜 

当一阵秋风乔来许多红色，黄色和橙色的

落叶，当那些五彩的叶子懒洋洋地躺在已经

有些疲惫的草坪上，我意识到，秋天来

了…… 

花开始悲伤地凋零，枯黄的落叶优雅地在

风中跳着圆舞曲，我穿上长靴，戴上手套，

披着有些臃肿的秋衣，我的头发在风中发狂

地摇摆，我意识到，冬天快来了…… 

我喜欢秋天， 一方面是丰富的色彩，另

一方面是它所弹奏的旋律。我最近在弹《秋

日私语》这部钢琴曲，钢琴老师提醒我，有

时要弹得快，慢慢地快，有时要弹得慢，渐

渐地慢。这不下是秋天的圆舞曲吗？我在弹

奏的时候，我就好像看到秋天在我眼前跳舞，

那种感觉真好！ 

秋天在继续，秋天也会过去，当白雪代替

了金黄的落叶，秋天就消失了，但有个声音

告诉我，秋天还会回来的。 

 

张嘉华 

我喜欢秋天。 

我喜欢秋天因为我的生日在秋天。在我生

日那天，爸爸妈妈会带我去好玩儿的地方，

我还会收到很多生日礼物。 

我喜欢秋天因为树上的叶子变了颜色，有

红色，橙色和黄色，像火一样，很漂亮。 

我喜欢秋天因为它的天气。秋天的气温正

好，不冷也不热，可以出去走路，骑车。 

我喜欢秋天，真希望秋天会更长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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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欣宇 

“秋天到了”对你，那是什么意思呢？对

我，那个意思是一个新的学年，万圣节，和

颜色的变化。 

一个新学年的意思就是一个新的三个季节

的学习。那也意味着作业。学校提供我一个

机会去学习。在那我获取知识，为将来做准

备。 

Trick or treat! 那就是让我想到万圣节。我

象所有我的朋友，喜欢喜欢万圣节因为你可

以拿到，还有看见别的小孩们的装扮。万圣

节也是一个为什么我喜欢秋天的原因。 

最后，就是颜色的变化。树叶子变颜色还

有掉的时候，我们的坏习惯也会象叶子一样

看着走。每个秋天，我进学校觉得我更聪明，

更成熟，和更自信了。叶子的颜色变的时候，

我们家每年都去爬山，去看红叶。看见那些

颜色多么漂亮啊！ 

下次你听见“秋天来了”，想一下那里什

么意思。你可能 会想到让你惊喜的东西。 

 

孔令妍 

在我的心里秋天是红红的树叶，冷冷的天

气，吓人的万圣节和甜 甜的苹果。在秋天我

最喜欢摘苹果。我们家的附近有一个苹果园。

我通常和我的爸爸妈妈和哥哥去寻个苹果园

摘苹果。如果我喜欢的苹果长在低的树枝上

我就用我的手去摘。但是如果我喜欢的草果

长在高的树枝上我就用一个杆子去摘。苹果

园里有很多种苹果树。有的时候我们先尝后

摘。我喜欢和我全家一块摘苹果。我期待明

年又和爸爸妈妈和哥哥去摘苹果。 

 

任颖凡 

秋天一来，外面到处都是红、黄和金色。

树叶颜色变得好漂亮。绿色的草开始变黄，

树叶也变了颜色。绿色变成黄色，黄色变成

金色，金色变成红色。秋天可以看红叶，摘

苹果，放风筝，等等。外面的景色可好看！

天气不热，也不冷。到处都有 Fall Festival。在

那里可以逛集市，玩游戏。万圣节是小孩最

喜欢过的节日，他们去要糖，打扮得像鬼去

吓人。在我们住的小镇 Harvard，到处都是果

园和农场，大家都去摘苹果，桃子和南瓜。

秋天来了，学校开学了，大家都想见新老师，

都喜欢去买新文具。 

秋天来了，它比夏天安静多了。小鸟都在

往南飞，动物们都要。冬天快来了，风吹得

很大，雨下得很大。人们都喜欢在秋天去爬

山。今年的 Columbus Day 周末，我和我的爸

爸妈妈和妹妹，我的朋友 Kevin 一家人，还

有我的朋友 Alex 一家人一起去了 White 

Mountains 爬山。山里可美丽了，我玩得太高

兴了，结果不小心掉进一条小河里了。水里

好冷啊，但是我还是很开心。 

秋天是个很好的季节，因为外面十分美丽，

十分安宁。 

 

孙翰韬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们全家一起去果园

摘苹果。果园里的苹果有很多种。我们先摘

了 Macintosh 和 Cortland。这两种苹果都是红

色的，味道又酸又甜，很好吃。我们还摘了

Golden Delicious。这种苹果是黄绿色的。我

很喜欢吃。 

我们摘了满满的一袋子。我们一起高高兴

兴地回家了。 

 

李诗珉 

今年秋天很特别。我去波士顿看了几个有

名的古迹。 一个是 Freedom Trail。Freedom 

Trail 是 1700 年建成 的，是新英格兰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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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征。我也出沿着道路走完一圈。另一个

是 USS Constitution。它是现在最古老的船。

我也上去观看了一遍。它让我收获不少。 

 

钦蔚 

秋天，是叶子五彩斑斓的时节。凉爽的秋

风吹过，红、橙、黄和金色的树叶都飘飘洒

洒满了大地。小动物们忙碌着搜集食物准备

过冬。 

我最喜欢秋天我和的朋友一起去爬山，看

枫叶。从山上看下来，一步一景，变化无穷。

树木丛林像个水果色拉，在蓝天和白云下，

显得十分美丽！ 

小朋友们忙挑选万圣节的服装。然后，晚

上出去 Trick or Treat! 

感恩节时，妈妈会做好多 好吃的菜。好

朋友们聚在一起庆祝节日。 

秋天是个五颜六色的季节，也是一个丰收

的季节。我喜欢秋天！ 

 

思佳 

秋天来了。天气变冷了，所以我们要穿更

多的衣服了。树上的叶子都 变颜色了。春天

的绿叶现在是红色、黄色和橘黄色。有些树

的叶子开始掉下来。地上的落叶象金黄色的

大地毯。我走路时，地上的叶子象薯片发出

一个“沙沙”的声音。秋天是一个非常美丽

的季节，人们有时去的 WhiteMountain 去欣

赏红叶。秋天是很多人最喜欢的时间。 

 

相如 

秋天到了，叶子都变红了。秋天有许多快

乐的节日。我最喜欢的节日是万圣节，

Columbus Day 和中秋节。 

万圣节到了，家家户户都在门上挂着假的

鬼和南瓜。妈妈们都在厨房里做好吃的面色。

孩子们忙着把鬼衣穿上。爸爸们都在店里买

糖。人们都很忙。八点的时候，孩子都穿着

鬼衣走来走去跟大人们要糖和别的吃的。但

是，孩子们要说了“trick or treat”以后，大

人们才可以给他们糖。 

要好糖后，我就回家数粮。每次我都能拿

到 2 磅糖。最后，我把我最喜欢的糖拿出来，

把不喜欢的糖给妈妈。 

万圣节过了，我不高兴。明年我要做一个

Reindeer。它虽然是圣诞节的东西，介是没有

关系，因为圣诞节再过两个月就到了。 

 

暑假 
六年级 A 班 

老师：勒宏 
 

王欣宇 

暑假， 我和我的爸爸、妈妈，和弟弟去

了 Nantucket Island。 因为我的父母听那儿骑

车很好，汽车就没带上岛。那边有很多自行

车道，骑车到岛上什么地方都可以。 

我们骑车到了好多海滩，在海滩那儿作了

沙城堡。在城堡上我做了很多雕像。 

过了几天，我去了 Nantucket Whaling 

Museum。在那里面，我们听了一个有关捕鲸

讲座。 我得知；要是你杀了一头鲸，你得把

一把旗子放在鲸的喷气空腔里面所以别人不

会拿你的。我也了解到 Nantucket 是世界的

捕鲸中心。我们还看了一个鲸的骨架子。 

在 Nantucket 玩儿了几天，我们就高高兴

兴地回家了。去 Nantucket 我玩得很好，明年

还想再去。 

 

相如 (Rachel) 

今年暑假我去了好多地方，可是我最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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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是 Salem。 

Salem 是一个又热闹又古老的小镇。它一

年四季都有许多游客在游玩古董店和博物馆。 

在 Salem，我们去了一个博物馆。博物馆

里有各种各样的画和雕像。雕像上有很多中

文字，字是用篆体写的，我觉得很好看。我

们也去了荫余堂，它是一个有好几百年历史

的建筑。里面的地板不平，所以在二楼上走

我觉得我要掉下去了。 

Salem 的博物馆很好玩，明年我还要来。

我觉得博物馆里讲了很多中国的历史。 

暑假中，我也学了“三字经”。“三字经”

讲了很多做人的道德。“三字经”也将历史

和它告诉我以前的文化。 

 

钦蔚 

你有没有见过真的黑熊？你有没有见过不

再动物园里的黑熊？它就站在离你五十米以

外的地方看着你…… 

今年夏天，我们家和我们的朋友去加拿大

玩。那天，我们都在 Cape Brenton 国家公园

五英里的路上徒步旅行。我们已经看到了两

个麋鹿。突然，我们听见一个“嘘”的声音。

于是，大家都静下来。我顺着妈妈手指的方

向望去，看见一个黑熊就站在五十米以外的

地方朝我们看。我听到“咔嚓！咔嚓！”照

相的声音。我转头看见爸爸在录像，Angela 

的妈妈在拍照片。这时，黑熊一步一步地向

我们走来，妈妈赶快拉着我们的手离开了黑

熊。 

这是我第一次在野外看到黑熊。虽然当时

我有点害怕，但我还是一直记得那惊奇的时

刻。 

 

朱茜娜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爸爸给我注册了一个

高尔夫夏令营。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打高尔夫

的运动，我非常兴奋。很不幸的是我分配的

一组织有我一个女孩子，而且我还是年级最

小的。 

打第一杆儿我只见到小小的白色高尔夫球

一眨眼就不见了！我四处打量，怎么也找不

着。后来，教练用手一指，原来就在离我几

米的草丛中。我不停地练习挥杆儿。终于可

以打过一百米了。教练非常满意我的进步。 

我开始喜欢打高尔夫了。 

 

李加佳 

 今年暑假我去了中国。我先去了北京。

在北京我看见了姥姥、姥爷、舅舅和舅妈，

还碰见了我的好朋友。我在北京去了故宫、

颐和园，和北海。 

在中国我还去了四川。四川很热。我在小

姑姑和小姑父家住了几天，也在大姑姑和大

姑父家住了几天。我看见了奶奶。四川的饭

特别好吃。 

我今年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希望每一

个假期都会这样的！ 

 

蔡思佳 

这个暑假，我去了水上公园。爸爸和我先

去了“龙潭”。我们从龙的“脖子”上滑下

来，在龙的“肚子”里转几圈，就出来了。

我很喜欢“龙潭”。我们又坐了几个大滑梯，

我们去吃饭。 

吃晚饭后，我们又去了一些滑梯。有一个

滑梯叫“雷声瀑布”。我跟爸爸排上队。这

个滑梯是一个黑色的大圆筒，所以什么也看

不见。四点钟时，我们要走了，我希望我们

可以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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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颖凡 

 今年，我度过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夏天。

我去了各种各样的夏令营，去了好几个游乐

场，还参加了滑冰比赛。其中我最喜欢的是

野营。我和我的朋友 Aaron，他的爸爸、妈妈，

还有我的爸爸、妈妈和妹妹去了 New 

Hampshire 的 White Mountains 野营。那是一

个很好玩的营地。我们去划船，爬山。我们

每天晚上围着营火烤东西。我们烤了玉米、

热狗，还有棉花糖。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

都不吃自己烤出来的东西，因为爸爸妈妈做

了很好吃的晚饭，我们都吃饱了。大家很喜

欢营火，最有趣的就是我们不小心把烤的东

西点着火，吓得赶快把棍子使劲在石头上敲，

想把火扑灭。大家都哈哈大笑。 

我明年还想再去野营！ 

 

史博文 

暑假时，我去了尼日加拉大瀑布。瀑布很

壮观，声音很大，像百鼓一齐打。在瀑布中

间升起许多水雾。看着感到大自然真美丽。 

我还坐了船去瀑布跟前看瀑。我们去了两

个瀑布。在瀑布前，它的声音比打雷还响。

越来越离瀑布近，水雾变成像下大雨。如果

我没有雨衣，我就会被水浇透了。我也去一

个地方看瀑布。我们在它上面一边，才离它

十五英尺。 

 

孔令妍 

今年暑假我们全家坐游轮去阿拉斯加旅游。

那里天气凉快。七天当中我们看到了冰川和

鲸鱼。我们也坐了狗拉雪橇。船上有很多好

吃的东西。我们也看了使人发笑“脱口秀”

节目。这个暑假过得很愉快。 

 

 

我喜欢的地方 
六年级 A 班 

老师：勒宏 

 
Rachel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公园。公园里有很多鲜

花，绿草，和又大又高的书。有时候，公园

有人在唱歌，演戏，玩游，看电影因，游泳，

和跑步。  

我喜欢公园是因为很安静。风一吹，我就

能听见树叶在动来动去。公园的风景也很美

丽，我站在一个小坡上可以看得很远。一年

四季我都可以去远个公园玩。夏天我能游泳，

秋天我能走路，冬天我能滑雪，春天我能棌

花。这个公园真好玩！ 

 

张喜华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甜蜜的家。我喜欢我的

家，因为我有自己的房间。我的房间很舒服

很齐，也很大。房间里有很舒服的床，还有

很多书。我喜欢在房间里安静的看书。 

 我喜欢我的家，因为我有一个音乐房。

这间房很大很安静，房间里有钢琴和小提琴。

我喜欢的那儿心的练琴。  

 我喜欢我的家，因为我的加油歌厨房。

厨房又大又明亮。我在哪儿跟我的爸爸妈妈

吃饭，我们在哪儿讲话，东西，在那儿也可

以吃点心。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我的家。 

 

    

朱茜娜  

空气中，散发着鲜花的味道。阳光洒在波

光粼粼的湖面上。你能猜猜我在那儿吗？我

在北京的颐和园。我最难忘的地方园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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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有很多的鲜花，还有在鲜花上跳舞的蝴

蝶。我走在花丛中，听着小鸟唱歌。我看见

柳树垂着胡须映在湖中，真美啊！走完长廊，

登上万寿山，颐和园的景色都能看到了。走

过十七孔桥。桥两边的石柱上有很多小狮子，

他们给我留下深刻的象。 

 

钦蔚  

我的房间是我最喜欢呆的地方。房间里有

粉红色的墙还有白色的门和书架。我的房间

里有我的床，一张桌子，一把绿色的椅子，

也有漂亮的白色，红色和蓝色的灯。墙上还

有我画的画。我在房间里的时候可以画画儿，

也可以写文章。我在里面可以玩游戏和读书。

我的房间是我睡觉的地方，我做作业的地方，

和我做手工品的地方。 

我的房见对我是个很特殊的地方。 

 

王欣宇 

这个夏天，一个我喜欢去的地方是

Nantucket 岛。我喜欢那儿因为那儿有很多不

同种的玩的东西，房子，和吃的东西。跟我

住的地方很不一样。那边的路都是用大石头

铺的。自行车路到岛上什么地方都可以。还

有，岛的四边都有大海！另外个的东西在

Nantucket 上我喜欢就是海滩。再有一些海滩

上，到处都是贝壳。另外一些海边有五个英

尺的浪。不过，在 Nantucket 岛在我最喜欢的

东西那边的饭和小店， 里边的餐馆里面有好

多各种各样的肉，海鲜，菜，汤，还有，冰

淇凌！小店里面有糖，各种各样的漂亮的贝

壳，海滩用的东西，螃蟹和捞笼，还有寄居

蟹！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 Nantucket 岛。  

 

任颖凡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图书馆。那儿是个学习

和写作业的好地方。在里面可以跟朋友谈话，

项目。也可以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读书。

在里面什么信息都有不管你是在一本书看到

的，在网上找到的或者问一个同学。图书馆

里有沙发和电脑。里面有很多很多书；要是

我把它们都读完，我可以读好几百年。还有

要是你读不完一本，你可以借两个星期。一

放学，图书馆到处都是做作业，谈话，读书，

和上网的学生。还有个好地方是要事你先读

的书不在，你能从另个图书馆要那本书。读

书是一个我最喜欢做的事，所以图书馆是我

最喜欢的地方。 

 

李加佳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我的家！我喜欢我的家

因为我在家里感到很自在和温暖。在家里我

每天都能看到妈妈，爸爸，和我的妹妹。我

还喜欢我的家因为在家里我什么都能干。 

我的家里也有好多好玩的地方。我的后院

里有一个游泳池。夏天我和妹妹经常在游泳

池里游泳和嬉水。我的后院里还有一个小花

园。我种了好多美丽的花和西红柿。我每天

给西红柿浇水，观察它们的成长。我的家里

也有一个地下室。地下室特别大！而且还特

别好玩。 

我去过好多地方，但是我的家是世界上最

好的地方。 

 

思佳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图书馆。因为我很喜欢

读书。我已经读过了各种各样的书。我读过

很多本很流行的书，象哈利波特。 

但是，好看的书不是天天都能借到的。我

学会了怎么预订书。现在，多知道如何借到

许多有趣的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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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诗珉 

今年的夏天是一个特别暑假。因为我的姨

妈从我家住了一个月。我们过了一个愉快的

假期。我的爸爸带我和她去了我最喜欢的地

方—水上乐园（Water Country）。我和她玩

得非常开心。因为我们玩了可怕的项目。我

和她一起都玩了。我每次去都有不同的收获。

我希望明年再去。 

 

安博文 

我很喜欢的地方是墨西哥的 Cancun。放

假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和弟弟去玩。在那里我

们做了很多好玩的东西。我们在游泳池里玩

水和游泳。我们游完去餐厅吃墨西哥的饭，

发现它非常好吃。吃完后休息一会儿，去沙

滩上拴贝壳。贝壳很漂亮，我捡了一些放在

我家鱼缸里，非常好看。 

在沙滩上又堆水保和冲浪，玩的很高兴。

我们又去坐潜艇到海底看鱼和海龟。我看到

各种颜色的鱼。这次旅游我学到很多好玩的

东西。又增长了知识。 

 

孔令妍 

我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叫 Hybrid Farm。它

是一个很大的马场。那里有很多马。我最喜

欢的一匹马叫 Reno。它是一匹又高又大的棕

色的马。每个星期我去那里学骑马。我通常

都是骑的 Reno。我已经学会了怎么让马走，

跑和跳。我很喜欢去 Hybrid Farm。因为在那

里我能学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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